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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命之树及其在植物区系研究中的应用
彭丹晓1,2 鲁丽敏1* 陈之端1
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3)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区域生命之树是对一个区域内的所有物种进行生命之树重建, 在最近10年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生命之树反映了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信息, 可以将生物区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进化和生态因素联系起
来, 是揭示区系来源和演化规律的有效手段。本文从3个方面总结了区域生命之树在植物区系研究中的应用: (1)
在时间维度上, 通过生命之树类群分化时间和进化速率估算, 反映区系演化历史, 揭示区系的时间分化格局; (2)
在空间维度上, 结合系统发育信息与物种分布数据, 揭示区系内生物多样性的空间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区系
分区; (3)整合生物地理信息和气候环境数据, 分析区系中生物类群对古地理事件以及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以揭
示形成现存生物多样性格局的生态、地理和历史因素。此外, 我们阐述了区域生命之树与全球生命之树之间的关
系; 指出由于类群取样不全而造成的时间估算偏差是区域生命之树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建议对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从不同尺度进行大数据的整合分析。
关键词: 区域生命之树; 植物区系; 系统发育多样性; 分化时间估计; 时空格局; 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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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tree of life, reconstructing the tree of life to include the regional species pool, has
been a research focus in biological science over the past decade. Informed by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coexisting species, a regional tree of life can connect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factor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a biota and thus has become an efficient tool to trace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versif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a regional tree of life in floristic stud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fields: (1) To reveal temporal patterns of a flora by estimating divergence time and evolutionary rates based
on the tree of life; (2) To reveal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biodiversity in a flora and to guide the regionalization
of floristic zones by integrating phylogenetic and spatial data; and (3) By integrating bio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and investigating how taxa respond to paleogeographic events and thus climate change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ecological,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oristic biodiversity pattern. In addition, we highli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tree of life and indicate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biased divergence times with incomplete taxa sampling using a regional tree of life.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tegrate current mega data at different scales in hotspots to
elucidate biodiversity patterns in a worldwide framework.
Key words: regional tree of life; flora; phylogenetic diversity; estimation of divergence tim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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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命之树简介

1.1 区域生命之树的概念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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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区系水平的研究(葛学军, 2015)。
建立区域生命之树, 可在时间维度上分析区域
内类群整体的时间分化格局, 也可以在空间维度上

达尔文在1859年就提出了生命之树(tree of life)

分析区域内类群整体的地理分布格局, 或是整合生

的概念, 他指出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同源的, 任何生

物地理信息和气候环境数据探讨区域生物多样化

物物种都是从一个共同祖先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

格局形成的生态和进化因素。

逐渐演化而来。生命之树又称系统发育树

1.2 区域生命之树的特征量度

(phylogenetic tree), 是指地球上的生命之间的关联

在具体的研究中, 需要引入多种生物多样性量

和进化历史就像一棵树(鲁丽敏等, 2014), 分支表示

度指标, 才能对区系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进行

物种的分化, 节点表示延伸分支所代表物种的最近

深入探讨。传统的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或分

共同祖先。生命之树不仅体现了生命的起源和生物

类群多样性(taxonomic diversity, TD)以物种数目为

类群间的亲缘关系, 还能借以阐明生物的时空分布

量度单位, 一直是生物多样性最基本的衡量指标。

格局和多样化进程。区域生命之树(regional tree of

自区域生命之树应用于生物区系研究以来, 结合生

life)则是在空间范围上对取样类群进行限定, 构建

命之树的多样性量度及其应用受到特别关注。Faith

包含一个区域内所有物种的生命之树, 强调对特定

(1992)提出的系统发育多样性(phylogenetic diver-

区域生物进化、历史地理过程及生物多样性地理分

sity, PD)指标得到了广泛应用, 该指标以系统发育

布格局的研究。虽然生命之树的概念由来已久, 但

树上符合最小距离路径(minimum spanning path)的

对一个区域内的物种进行生命之树重建, 并用于研

分支的枝长(也可以是时间估算树的分化时间)总和

究该区系的生物多样性进化机制是在近10年才刚

来表示。有些研究通过计算和对比物种丰富度和系

刚兴起的(Webb et al, 2002)。

统发育多样性, 已经证明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

随着生物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生物数据的大

样性之间并不一定正相关。例如, Forest等(2007)重

量积累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 区域生命之树已成为

建了南非好望角735属本土特有物种的生命之树,

生命科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Favre et al, 2015)。

发现PD值所指示的生物多样性区域与通过物种丰

区域生命之树的研究跨越了不同的空间尺度, 小至

富度估计的区域并不吻合, 物种丰富度不具优势的

生态群落, 大到生物区系。起初, 生命之树渗透到

好望角东部地区反而具有更高的系统发育多样性,

群落生态学研究领域, 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 但在之前

称为群落系统发育学或系统发育群落生态学

实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这些地区常常被忽

(Phylogenetic Community Ecology)。这门学科以物

视。因此, 在分析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格局和制定保

种 生 态 位 的 系 统 发 育 保 守 性 (phylogenetic niche

护策略时要综合考虑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样

conservatism, PNC)为理论基础, 通过系统发育树所

性, 以全面揭示生态和进化因素在生物多样化进程

反映的系统发育信息将进化和生态因素联系起来,

中扮演的角色。此外, 近年来基于物种功能特征的

从而探讨物种共存和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机

功能多样性(functional diversity, FD)在生态学领域

制(Webb et al, 2002)。随后, 结合生命之树的生物区

也备受重视。功能性状是指可以影响生态系统属性

系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Forest et al, 2007)。最近,

或生物对环境变化产生应答的性状, 是理解生态系

Swenson 和Umaña (2014)提出了系统 发育区系学

统多样化进程及其对环境胁迫和干扰响应的重要
途径(Chao et al, 2014)。功能多样性可通过3种方法

ce
n
e
ci based)、基于系统发育
S
同一区系内不同区域间物种组成的系统发育相似
量度: 基于性状值(trait-value
ity based)和基于物种功能属性距离
s
性, 探讨不同区系的生物是如何响应地质、生态因
树图(dendrogram
r
e 目前, 功能多样性与系统发育多样
v
子的变化而发生演替的。系统发育群落生态学和系
(distance-based)。
i
d
统发育区系学研究的空间尺度虽然不同, 但在研究 io
性和物种丰富度之间的相关性还没有定论, 但已成
B 为进化生态学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Corbelli等
内容上部分重合, 群落水平的研究方法在经过物种
性
多度的简化、面积的标准化处理之后往往也能应用
(2015)对比了新热带南部4种群落(亚热带森林、草
样
多
物
生
©
(Phylofloristics)的概念, 即: 通过比较不同区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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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造林区和农田)中的指示生物鸟类和蚂蚁的物种

(2014)认为Faith等(2004)的方法旨在鉴别系统发育

丰富度、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 结果显示

树上局限分布于某个特定区域的类群(特有属、特有

三者呈正相关, 且群落类型和用地情况对3种多样

种等), 可称为绝对系统发育特有性(absolute phy-

性指标影响显著。而Monnet等(2014)研究了法国鸟

logenetic endemism); 而Rosauer等(2009)考虑了特

类的物种丰富度、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在

有类群地理分布的相对幅度, 称为加权的系统发育

过去20年的动态变化, 结果显示物种丰富度和系统

特有性(weighted phylogenetic endemism)。在考虑分

发育多样性在此期间有显著增加, 而功能多样性并

支的长短、发散或聚集程度的基础上, Mishler等

无明显变化。该研究显示不同层面的多样性指数之

(2014)提出相对系统发育多样性(relative phyloge-

间的不同步性。因此, 建议在宏观生态学研究中采

netic diversity, RPD)和相对系统发育特有性(relative

用尽可能多的指数以更好地理解群落组成的变化。

phylogenetic endemism, RPE)的概念, 以此区别类

Chao等(2014)还提出了属性多样性(attribute diver-

群的新特有和古特有性质, 并根据特有属、种的

sity)的概念, 将分类群实体(物种)、系统发育实体

数目和比例来判断一个地区是新特有还是古特有

(单位长度的分支)或功能实体(单位距离的物种对)

中心。

看作有效物种数量(Hill numbers, effective number
of species)中的“物种”进行度量, 作为量化物种多
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综合方法。

2

区域生命之树在植物区系研究中的应用

2.1 植物区系的生物多样性时间格局

近年来, 随着生命之树在植物区系研究中的广

植物区系是一个地区所有植物的总和, 是植物

泛应用, 系统发育多样性的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

界在一定自然历史环境中时空分布和演化的综合

除了Faith (1992)的计算方法, 各种具体的量化指标

反映。它既反映了一个区域中植物和环境的因果关

也陆续被提出。Whittaker (1960)指出, 一个区域的

系, 还反映了植物区系的自然历史演化脉络(吴征

生物多样性(γ多样性)是由该区域局部生境的平均

镒等, 2010)。系统发育树除了可以直观地呈现植物

生物多样性(α多样性)和这些生境之间的多样性差

区系中的类群组成及类群间的亲缘关系外, 还可以

异(β多样性)所决定的。在生命之树引入生物多样性

通过时间标定提供区系中各类群的分化时间, 从而

研究后, 区域生物系统发育多样性也可以分解为系

分析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科、属、种的丰富度和关键

统发育α多样性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González-Caro

创新性状(key innovations), 并回答在哪个地史时期

et al, 2014)。Feng等(2012)以浙江古田山的森林群落

发生了物种快速分化以及区系生物多样性形成和

样地为例, 对8种系统发育β多样性指数进行了比较

发展的驱动力等科学问题。因此, 系统发育树成为

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指数对不同空间尺度

揭示植物区系生物多样性时间格局的有效手段。

的物种空间分布差异的解释能力不同, 且意义相近

具有时间标定的系统发育树(时间树)可以标识

的指数之间相关性较高。因此, 在利用系统发育多

不同生物类群的分化时间和进化速率, 而对区系群

样性指标对生物多样性进行量化时, 要在理解其生

落中优势种、特征种或指示种分化时间的估算则能

态学意义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指标,

够帮助确定该区域典型植被形成的时间和过程, 进

以准确合理地反映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而指示区系生物多样化过程中的重大地史事件和

除了系统发育多样性, 对区域生命之树的其他

环境变迁。Pillon (2012)利用时间树对新喀里多尼亚

特征的度量也受到关注。如: 分类单元间平均谱系

区系多样化的时间和速率进行估算, 结果表明所研

距离(mean pairwise phylogenetic distance, MPD)反

究的12个植物类群都是在37 Myr之后才散布至该

ce
n
e
ci
S
地区并分化, 对应于该岛从澳洲大陆分裂后曾经被
映了系统发育树的分支结构特点, 距离越大表示分
ity 由此推测新喀里多尼亚区系是在
s
洪水淹没的时间,
支越发散(overdispersed), 类群间亲缘关系较远; 距
r
e
v
该岛经历过这次洪水后重新出现时才形成的;
又以
离越小表示分支越聚集(clustered), 类群间亲缘关
i
d
o
系较近(Tsirogiannis & Sandel, 2014)。Faith等(2004) i 热带雨林特有类群的冠群年龄(crown age)估算该岛
B 雨林出现的时间, 表明该岛的热带雨林生境至少存
和 Rosauer 等 (2009) 分 别 建 立 了 系 统 发 育 特性
有性
在了6.9 Myr。
(phylogenetic endemism, PE)指数的概念。Mishler等
样
多
物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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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快速分化可以导致植物区系的生物多样

远距离扩散、环境过滤和原地物种形成对现存分布

性增加, 而分化时间和速率的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

格局的作用。结果表明, 相比于蕨类植物, 物理和

物种多样化格局。高的物种丰富度可能由低灭绝率

环境因子(特别是与定殖和远距离扩散相关的)能够

(保存了“早期的物种辐射”的物种多样性)或者“近

更好地解释被子植物和棕榈类植物的分布规律, 说

期的快速物种辐射”导致。Linder (2008)对不同植物

明不同植物类群具有不同的扩散能力、物种形成相

区系(安第斯山脉、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西南部、

关特征和对环境的适应性, 同一区系中不同植物类

热带和欧亚大陆)时间标定类群分支的物种形成和

群的多样性格局只有在充分考虑各自散布机制的

灭绝的速率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澳大

情况下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

利亚的生物多样性是“早期物种辐射”遗留下来的,

植物区系区划是在区域现存的生物多样性空

以新近纪气候和地理条件稳定为特点; 新西兰植物

间格局的基础上, 综合地质历史、生物地理、气候

区系是“近期的快速物种辐射”的结果, 具有典型的

变化等各种因素, 将各个地域划分为具有生物时空

上新世新生环境; 新热带和好望角植物区系的高物

分布特征的不同区域(吴征镒等, 2010; Li et al,

种多样性则是“早期物种辐射”和“近期的快速物种

2015)。传统植物区系区划以植物类群的分布状况及

辐射”共同作用的结果, 兼具稳定的环境(亚马逊盆

其在该区域的特有性程度为基础, 主要以物种丰富

地和Cape Fold Mountain)和不稳定的环境(地壳运

度和物种特有性为量度指标(吴征镒等, 2010)。利用

动比较活跃的安第斯山脉和南非西海岸)。

区域生命之树, 基于其所反映的系统发育信息和系

区系中类群的分化规律及散布过程反映了区

统发育多样性等指标对植物区系进行系统发育地

系生物多样性的时间格局和区系的形成历史。Crisp

理分区, 则可以把具有相同生态和进化历史的区域

和Cook (2013)综述了澳大利亚区系从冈瓦纳古陆

划分在一起, 能更清晰地反映不同植物区系单元的

分离后转变为如今的岛屿大陆过程中发生的主要
进化和生态过程, 强调了具有时间标定的系统发育

演化历史和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如Li等(2015)利
用云南地区种子植物的1,983个属的分布和系统发

树对于阐明澳大利亚区系历史和演化机制的重要

育关系信息, 提出云南植物区系分区系统, 将云南

性。该研究通过对比85个维管植物分支的分化时间,

地区划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 其下再分为8个不同

发现38个分支(45%)可能起源于冈瓦纳古陆, 41个

的植物区系, 与此前基于木本植物分布定性分析的

分支(48%)可能通过远距离散布到达澳大利亚。又

区系划分结果大抵一致; 并以β多样性为量度探讨

通过对比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大陆间断分布类群的

了云南区系形成过程中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

分化时间, 发现只有南美—澳大利亚间断表现出了

样性的转换(turnover)格局, 发现这两者高度相关,

明显的隔离分化(vacariance)特征, 因为21个样本的

且均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最低水平。

分化时间中值为33 Myr, 与两个大陆分离的时间相

2.3 植物区系生物多样性时空格局的地理、生态因

吻合。结合时间标定的系统发育分析还支持了澳大

子解释

利亚温带区系起源于冈瓦纳古陆、热带类群是由亚

植物区系的生态环境分异是物种多样化的外

洲扩散而来的假说。

因, 而生物类群通过进化创新以适应环境变化是物

2.2 植物区系的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

种多样化的内因, 可以通过系统发育树的结构得到

以植物区系物种分布信息和系统发育树为基

反映。因此, 在揭示区系时间和空间格局的基础上,

础, 通过比较地区间的物种丰富度、系统发育多样

系统发育树还可以将外界环境因子和关键适应性

性及其变化, 即对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进行横向比

特征进化相联系, 即结合物种分化的外因和内因,

ce
n
e
ci
S
较(β多样性)和关联分析, 可以阐明区系物种的空间
从而理解区系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和动态变化
ity 2014)。Lavergne等(2013)基于区域
s
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Weigelt等(2015)对世界范
规律(鲁丽敏等,
r
e 通过birth–death模型对物种多样化速率
v
围内的393个岛屿区系的物种分布格局进行分析,
生命之树,
i
d
比较了各个岛屿的被子植物、棕榈类和蕨类植物的 io
进行分析, 探讨了直布罗陀海峡对两岸植物区系生
B 物多样性格局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 陆桥对大陆
物种丰富度、系统发育多样性和结构, 并与地质历
性
史、环境因子和岛屿特征等关联, 分析类群组成、
间的物种迁移有影响, 通过生活史特征的选择对类
样
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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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进行迁移过滤, 使得生活周期短、借助风或动物

时间的过程。首先, 利用DNA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

传播的类群不成比例地分布于海峡两岸。此外, 海

以序列的碱基替换数来衡量分支长度; 然后, 由于

峡对迁移的限制还使一些类群倾向于本地物种形

类群间的碱基替换率不同而不能直接将分支长度

成的多样化模式, 在多样化速率相当的情况下, 由

转化为估计的分化时间, 所以第二步是将分支的碱

于生境差异而产生了两岸大量的地方特有种。

基替换数转化为相对时间的度量(rate-smoothing);

大数据的整合分析是研究植物与环境相互影

第三步是用化石进行校准, 将相对时间转化为实际

响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区域时间树引入植物区系的

时间(Milne, 2006)。不同类群中包含的物种数量差

研究后, 进化生态学家常常将系统发育关系、分化

异很大, 系统发育树的类群取样数目会影响时间估

时间、多样化速率、生物地理重建和古气候数据进

计的准确性(Linder et al, 2005), 而且不同的估算方

行关联分析, 用以揭示区系生物多样化对地理、地

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节点时间。区域生命之树的类

质事件和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Warren等(2011)基

群取样仅限于区域分布的物种, 必然存在由于取样

于系统发育树和过去几百万年的季节性降雨的变

不全而造成对类群间亲缘关系和类群分化时间估

化数据, 重建了好望角植物区系物种地理分布和开

计的精度降低的问题。此外, 由于所取类群受限而

花物候的历史变化。结果显示, 分别有14–41%和

化石记录有限, 因此有可能出现所建的区域树的部

14–55%的物种符合预测适应气候变化的地理分布

分分支缺少化石校准数据(Lancaster & Kay, 2013),

和开花物候转变, 指出中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对好

从而产生时间估算误差。Milne (2006)建议利用多个

望角现存植物区系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有显著

化石记录和多个基因序列来减小碱基替换率随机

影响。

变异的影响, 以此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时间估算方

3

存在问题与前景展望

3.1 区域生命之树和全球生命之树之间的关系

法, 使准确的时间标定不再局限于化石记录丰富的
类群。同时, 区域时间树存在的偏差是否可以采用
区域时间树与区系内特征类群在世界范围取样所

区域生命之树是全球生命之树在区域范围的

构建的时间树相互验证的方法进行校正? 是否可

取样, 仅反映了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的系统发育多样

以通过建立一个整合世界范围生物类群估算分化

化格局。取样不全造成生命之树上分支缺失会影响

时间的数据库以便于数据的提取、比对和修订, 再

对系统发育关系的判断, 并造成全球树与区域树所

基于此数据库对区域生命之树进行时间标定? 这

反映的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差异。但这两者反映的系
统发育关系之间的误差是否会影响讨论生物多样

些都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 探索区域生命
之树时间的估算方法以解决由于取样不全而造成

性格局及其成因, 目前的研究还少有涉及。以

的误差, 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Weigelt等(2015)的工作为例, 其研究用综合的全球

3.3 取样尺度的影响

岛屿区域树的系统发育数据与地理环境等因素进

区域生命之树在系统与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

行分析, 得到两者相关性显著的结果, 由此揭示了

之间架起了桥梁, 已经广泛应用于揭示区系生物多

世界范围适用的岛屿区系生物多样性格局形成模

样性的时间和空间格局及其地理、生态成因, 而在

式。而在此基础上, 可以通过合并所有岛屿区域树

研究过程中取样尺度大小对结果的影响也是未来

构建全球尺度的岛屿树, 进一步比较岛屿的全球树

研究应该关注的方面。在时间尺度上, 比较同一地

和全球的岛屿树得到的多样化成因是否存在差异,

区在不同时间跨度的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样

为揭示全球生命之树和区域生命之树的关系提供

性的变化规律, 阐明地质历史和气候变化对多样化

ce
n
e
i
c在空间尺度上,
S
参考。另一方面, 区域生命之树由于取样不全而可
的作用强度和快慢;
比较不同空间
y
t
i
s
能造成的系统发育关系分析误差也可以通过与完
大小的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多样化规律,
探讨空
r
e
整呈现生物类群间系统发育关系的全球生命之树
间取样大小造成的分析结果差异及原因;
系统发育
iv
d
o
i 树建树的取样量和分类阶元水平也可能会影响到
比对来进行修正。
B
3.2 区域生命之树的时间估计偏差
分析结果。Qian和Zhang (2015)利用北美被子植物木
性
分子时间标定是确定一个物种分化事件发生
本类群在科水平的系统发育树和物种水平的系统
样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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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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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树研究系统发育多样性与环境变量之间的关
系, 发现两种水平上的树得到的关系没有显著差
异, 表明高分辨率的科水平树在较大空间尺度上也
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因素对多样性格局的影响。但不
同时间、空间尺度和不同分类阶元水平上建树尺度
的组合得到的分析结果是否存在差异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
3.4 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研究成果的整合
生命之树已广泛应用于植物区系研究, 尤其是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格外关注, 并积
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同一地区的研究往往各
有侧重, 不同指标、模型和方法被用于解读和挖掘
系统发育树中的信息, 再结合不同的进化特征、生
物地理分析和地质气候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了从不
同角度对同一地区生物多样性起源演化的理解, 因
而加强世界范围内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很有必要。
今后的研究除了对尚未涉猎的植物区系结合区域
生命之树进行探讨, 或是继续从新的方面加深对已
有研究涉及的地区的多样化机制的认识之外, 整合
热点地区的研究以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
大数据整合分析, 进而完整地阐明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生物多样性格局及其成因可能会成为今后重
点研究方向。这将为最终解释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形
成机制和分布规律奠定基础。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海花博士对原
稿提出修改意见并提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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